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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區聯合例會
暨RI3521地區總監DG Decal公式訪問

教育部頒贈水晶獎座興學有功人士受獎人
台東市榮譽市民
【扶輪經歷】
1984
台北圓山扶輪社 創社社友
2009-10 台北圓山扶輪社 社長
2012-13 台北關渡扶輪社 創社社長
【地區服務經歷】
2011-12 RI3520地區年會第三工副召集人
RI3520地區資深社友音樂會執行長
2012-13 RI3520地區年會執行長第三工召集人
2013-14 RI3520地區年會副主委
RI3520地區和平獎學金主委
RI3520地區第十分區助理總監
2014-15 RI3520地區年會主委
2015-16 RI3520地區簡樸推動委員會主委
2016-17 RI3520地區秘書長
2018-19 RI3521地區總監

王光明 DG Decal
所 屬 社：台北關渡扶輪社
現
職：徠福實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職業分類：印刷
學
歷：國立台灣藝專（台灣藝術大學前身）
【經歷】
金邦設計有限公司 前董事長
立凱國際有限公司 前董事長
銘傳、世新、大同工學院 前講師
廣東深圳市沙井台商聯誼會 前會長
廣東惠州市惠東台商聯誼會 前會長
廣東惠州市榮譽市民
廣東惠東十大感動人物

【表彰記錄】
1989-90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09-10 永久基金捐獻人
2013-14 巨額捐獻人
2017-18 巨額捐獻人
2016-17 扶輪基金冠名巨額捐獻人
2012-13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獎學金博士班捐獻人
2014-15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獎學金博士班捐獻人
2016-17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獎學金碩士班捐獻人
2017-18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獎學金碩士班捐獻人
2017-18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捐獻達百萬表彰
【國際會議】
1994
台北國際年會
2009
英國伯明罕國際年會
2014
澳洲雪梨國際年會
2015
巴西聖保羅國際年會
2016
韓國首爾國際年會
2016
泰國曼谷扶輪研習會
2017
亞特蘭大國際年會
2017
台北扶輪研習會
2018
國際講習會

為人生說個好故事
主講人：劉仲倫 教授

大家午安！謝謝Investor幫我定了一個很好的題目－「
為人生說個好故事」。我想先大概介紹一下我自己，我是
台中女兒，從小在台中長大，其實我父親是台北三峽人，
只是因為在台中唸大學時認識了我母親，所以後來就在台
中定居下來。很多人會覺得我的名字很男性化，那是因為
我父親在我出生前就先取好了名字，而當時他認為我媽媽
這一胎應該會是生男生。等到我出生以後，我父親覺得取
個男生的名字也好，比較不容易被欺負，殊不知我後來都
一直在欺負男生。因為我的名字很像男生，所以我父母就
另外給我起了一個綽號叫「咪咪」，而這個綽號就一直跟
著我到現在。
我唸的是台北藝術大學，早期稱為國立藝術學院，但
我在唸的那幾年，學校還沒蓋好，所以我們都借用蘆洲的
僑大先修班作為上課的地點。我在國立藝術學院主修的是
表演，我的老師是金士傑。後來我到美國AYU唸書，學的
是戲劇教育，期間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第一份打工
的工作是站在路邊唱戲給大家聽，另外也應徵了一份保母
的工作，我的老闆夫妻兩人都是從事廣告業，孩子一個小
一、一個小三，兩個都會講中文而且同時會寫簡體字和
繁體字，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教他們唱京劇，偶而興之所
至還會教他們唱些台語歌謠，那時我才驚覺到其實我有很
強的文化常識。我後來去長島實習，授課的主題是Social
Study，我一個學期去上四次的中國文化介紹，我選擇以中
藥為主題，還請我母親把可以蒐羅到的中藥材都寄來美國
給我，好讓學生親自接觸中藥材，體認到原來神造的萬物
都可以是藥，藥材全部都是源自於大自然，我們的身體就
是一個小宇宙，跟這個大宇宙是對應的。
我發現當我用戲劇的手法在跟別人介紹時，比自己站在
舞台上表演還要更興奮、更舒服，因為我看到我對他人產
生的影響力。其實當演員站在舞台上時，根本就看不到坐
在黑暗中的觀眾，所以我很喜歡用教育的方式跟人家面對
面，這也是我從美國回來後，想在台中立團的原因。我的
老師金士傑告訴我他原本是唸屏東農專的，有一次去幫一
隻難產的豬接生，結果手卡在豬的產道裡，差點就廢了，
等他好不容易奮力脫困後就毅然決定北上，展開他的表演
生涯。我要創團時因為地點曾去詢問他的意見，他告訴
我：「你就是個女丑，無論什麼情況你都能笑出來，所以
你待在台中好了，因為台中的環境太差了，只有你能笑的
出來。」我認為這是老師對我的一種嘉獎，因為他認為我
撐的下去，他看好我。後來我創團時，他還特地來為我站
台，結果兩個小時不到我就召滿了第一期的團員。
那時我也徵詢了林茂賢和廖瑞銘兩位老師的意見，前者
是台中的文化推手，後者則是屏風表演班的歷史顧問，他
們二位也都大力支持我在台中成立劇團，原因是台中非常
欠缺現代劇團，甚至他們還幫我的劇團起了名字叫「沙龍
劇團」。我很驚喜，問他們意指我們劇團要跟法國的沙龍
一樣跟觀眾進行對話的意思嗎？不料他們竟回答：「沙龍
指的是沙鹿和龍井啦，因為這兩個地方台電有補助啊！只
要設團在這兩個地方，一個月就可以領到補助金五千元，

省下你一半的房租。」害我一
整個傻眼。後來我的劇團就租
了一個位在台中市家樂福旁邊
的透天厝，慢慢地從社區演出
開始向外推廣，一開始演出的
故事都是以社區為經緯。我們
演出的第一齣戲講的就是台中
楓樹里的故事，楓樹里原本是台中最美的農村，裡面有很
多漂亮的三合院，只有一棟集合型住宅，但後來為了要興
建高鐵烏日站，很多人因此被迫搬遷，而我們演的就是跟
搬遷有關的故事。我們在演這齣戲時，花了很多時間參加
里民大會，跟他們一起包肉粽、一起過生活，所以演出時
舞台上面的所有道具都是來自社區住戶家裡。
生為一個台中女兒的希望就是我要用戲劇說在地的故
事，我要孕育中部的劇場工作者，我要讓戲劇連結人和人
之間的關係，這也是我今天主要想講的三件事。我們劇團
開始後也慢慢得到台中市的贊助和許多外界的關注，我們
得到了第一屆金質藝術獎的演出。我們有個說故事劇場，
從19年前就開始有兒童劇演出。我操作劇團的概念是Story
telling theater，講求的就是場景短，好操作，服裝道具非常
簡單，重點在於演員的身上。我經常告訴我劇場的演員不
要玩花俏的東西，技能就是我能教授給他們唯一的東西。
戲劇對我而言就是我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享受
當下，我很希望能把這份感染力帶給我的學員和團員。我
們會開不同的戲劇表演課程，很多企業體也會選擇這樣的
方式，請我們訓練員工的表演力和表達力。我們劇團截至
目前為止一共有100位團員畢業，我們會要求團員必須會教
戲，還要是舞台設計、服裝設計、燈光設計的全才，重點
是要能進入各級學校，包含樂齡大學去教授戲劇演出。我
們的劇團持續都有拿到全國文化部的補助，也是15年未曾
間斷補助的一個單位，雖然我們是個小劇團，但我們非常
受到眷顧，我們目前的年營業額在二千多萬，而且每年發
完獎金後都還能淨賺五千元，劇團從來不用跟銀行借錢，
這是非常難得也非常值得高興的事情，因為劇場界幾乎都
是靠跟銀行融資才能生存下來。
戲劇其實也是我服務的一個介面，我先生服務的機構
有很多小朋友，我們會利用戲劇手法來建立他們對家的想
像，幫助他們相互信任。我們也一直跟台中市合作青少年
的認同工作，讓孩子從演戲和討論的過程當中學會跨年齡
做更多的分享，優化他們的表現性。這幾年我另外一個重
心是放在建造，希望未來能讓我們的長輩來做大智劇場，
希望讓長輩說一些睿智的故事，像我就將我外婆講的一個
「龜爬壁」的故事寫成劇本，除了原始的台語版本外，現
在還有國語、英語，甚至法語版，這個故事內容主要講的
就是做生意要誠信，待人要如己。希望各位以後有機會也
能加入我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許多很棒、很經典的故事
可以拿出來，這絕對是對社會非常有造就的事情。
我很喜歡挑戰自己，演戲其實很簡單，只要你有天賦
就可以，但我喜歡更具影響力的事情。我們有所謂的企業

培（陪）訓，也跟很多公司行號合作，像我們跟開元報關
行合作，將報關行的一天做成一齣戲在尾牙時演出，所以
他們尾牙時就不用再請外面的表演團體。我們在培訓時會
著重在表達力、溝通力、合群力、應變力、當責和領導
力，我們有很多的工具，像是戲劇遊戲、客製化的劇場型
任務、創意思考和實作。像我們這次跟王品合作，人資就
能從中看出哪些人是天生的領導者，哪些人是天生的跟隨
者，這對一個企業是很重要的。我愛當老師的原因就是我
的學生都得看我表演，所以我每一次上課都很賣力演出，
看到學生拍手比看到觀眾買票進場看戲讓我更開心，而且
每個學期都可以換一批觀眾，這是多麼好玩的事情。我為
了配合王品編戲，不只要了解董事長如何發跡，還要知道
整個集團的運作方式、餐飲內容等等。我強調的是戲劇要
做到企業培訓必須先做到陪伴，你如果不跟著他們走過，
你就做不出這個團體可以認同的東西。
戲劇也是一個美感教育的綜合體，包含想像力、創造
力、表現力。我們劇團從幼稚園到小學做的是創造性戲

劇，這個體系源自於美國，它有很好的面向，譬如我剛才
說的場景短、好操作、目標明確。初中到高中階段，我們
做的是生命劇場，讓他們試著表達自己。到了大專院校之
後，我們會結合場域，像是眷村或是文化園區，做一些台
灣文學作品的外章。
戲劇也是一個很好的文化交流的方式。我和台中一些扶
輪社經常有接觸，像明年四月我們在台中中山堂有一場《
金花喜事》的演出，扶輪社就有意包下一個場次，這個故
事講的是一個單親媽媽獨立把四個女兒撫養長大，背景是
民國76、77年的眷村，這是個很在地性的故事並且已經演
出十年，超過300場，演出地點包含全台、北京、廣州、上
海等地，之後還會去南京和江蘇。如果大家願意，你們的
涓涓細流可以幫助我們劇場細水長流。身為一個劇場工作
者和一個劇場教育者，我覺得生命最大的享受就是當一個
能把核心價值和影響力傳遞出去的人，也謝謝你們今天下
午給我這樣的時間讓我陪伴你們，以後有時間我們再來講
故事。謝謝大家！

七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間： 2018年7月12日（星期四）2:10PM
點： 大倉久和飯店3F久和廳
席： 郭秋晨 彭民雄 楊文宗 侯舒文 張丁山
郭啟南 林寶德 黃三榮
請假缺席： 賴聰穎 張悅平 蔡幼青 褚繼堯 蔡旭明
列
席： 林錦成 施祥德 張榮輝 陳宏名 詹炳鎔
主
席： 郭秋晨
記錄：陳穆君
甲、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乙、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丙、報告事項：
1. 獎助金特別委員會今年度與台灣少年權益與福
利促進聯盟合作之「好色計就業力培訓計畫」
開課典禮暨捐贈儀式已於2018年7月2日（週
一）圓滿舉行。
2. 第三十七屆社長暨理事職員就職典禮已於2018
年7月5日（週四）假大倉久和飯店三樓久和II
廳圓滿舉行。
3.今年度第三分區五社聯合例會暨地區總監公式
訪問將於2018年7月19日（週四）假大倉久和
飯店舉行。
4.今年度地區年會高爾夫球聯誼賽訂於2018年
10月29日（週一）假東華球場舉行，由第三
分區各社負責主辦。
丁、提案及決議：
1. 第三十七屆理事會於2018年7月1日前舉行之
第一次至第四次預備會議之各項提案及決議，
提請追認通過案。
決議：通過。
2. 第三十六屆（2017.7.1~2018.6.30）財務決算
表，提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
3. 地區來函鼓勵各社參與地區腎臟病篩檢暨衛教
時
地
出

社區服務巡迴講座，提請討論案。
決議：同意邀請地區腎臟病防治推廣委員蒞會演
講。
4. 本社輔導社台北北區社擬邀請本社與台北圓山
社、台北中山社一同於2018年12月4日（週
二）假晶華酒店三樓宴會廳舉行聯合例會，主
講人為李家同博士，提請討論案。
決議：通過。
5.第三分區各社擬於2019年1月15日（週二）舉
行下半年度聯合例會，提請討論案。
決議：緩議。
6.大倉久和飯店通知本社上半年度以下三個日
期：2018年7月26日、8月23日、10月18日無
法提供本社例會場地，可代訂晶華酒店一樓晶
華會，提請討論案。
決議：通過。
7. 今年度第一次爐邊會談之中心議題，提請討論
案。
決議：題目訂為「如何維持例會秩序」。
8. 蔡幼青（Alfred）社友、王宜正（J.J.）社友均
擬自2018年7月1日起請長假三個月，提請通
過案。
決議：通過。
戊、臨時動議：無

台北天母扶青團第634次例會
主
時
地

題：新任團長理事就職典禮
間：2018年7月28日（星期六）14:00
點：三商大樓•阿波羅廳＞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
段145號20樓
※敬請各位社友踴躍出席扶青團各項活動！

例會捐款報告（7/12）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IOU
20,000
承上期
100,970
合 計
120,970
總
丙、高球捐款
承上期

乙、拍賣收入
承上期

50,015

計：170,985

2,000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8,000
2,000
10,0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104,500
△ 歡迎主講人劉仲倫教授蒞社演講，精彩可期：Cory、
Gene、Investor、Jason Lin、John、Ocean、Porcelain
、Sam、Steve、Wool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生日快樂：Bruce、Casting、Cory、
George、Investor、John、Khan、Ocean、Sam、Wool
△ 歡迎Hank千金Jennifer歸國分享學習心得：Jason Lin、
Lio、Michael、Sam
△ 回國禮物代金：Bruce（一年四次）、Joe（一年四次）
△ 歡迎天母扶青團團長K、秘書Nico蒞社：Jason Lin、
John
△ 歡迎PP Ocean公子Ken蒞社指導：Cory
△ 歡迎Hank千金Outbound學生返國報告大成功，前程大好：
Cory
△ Lio社長上任主持會議四平八穩，大將風範，今年定順利
圓滿成功！Sam糾察長人氣一級棒，今年紅箱定能大豐
收！Frank
△ 預祝天母37屆新團隊上任，帶領天母扶輪社順利圓滿；
感謝社裡栽培，讓小女交換法國平安回家：Hank
△ 歡迎劉教授夫婿聖道兒少福利基金會執行長黃清塗蒞社：
Investor
△ 祝大家天天開心：Joe
△ 熱烈歡迎PP Investor邀請之主講人劉仲倫教授蒞臨本社，
演講精彩可期，歡迎來賓黃清塗院長及千金舒禾蒞臨：
Michael
△ 恭喜新團隊正式上任，在Lio社長帶領下必有傑出表現：
P.J.
△ P Lio順利出帆，穩定成功：S.R.
△ 謝謝PP George對扶青團長年贊助與支持：TT
※ 獎助金捐款：
△ 高興看到Hank的千金由法國回來並蒞社與Uncle們見
面：George（NT$1,000）
△ 歡迎RYE Outbound Hank千金Jennifer：John（NT$500）
△ 歡迎扶青團新任團長K蒞社，請各位新社友踴躍出席扶
青團活動：Lio（NT$1,000）

△ 小犬明健參加例會：Ocean（NT$1,000）
△ 慶祝J.J.等社友生日快樂，長壽幸福：Porcelain
（NT$1,000）
△ Jennifer報告精彩，Hank滿意：S.R.（NT$500）
△ 7/28（六）下午2:00扶青團團長就職典禮（位於PP
George贊助場地－三商阿波羅廳）歡迎各位社友一同
參與，給天母扶青團的小朋友們大大的肯定與支持！
TT（NT$3,0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恭賀J.J.等社友生日快樂：Arch（NT$500）、Steve
（NT$500）
△ 這次颱風無事過去，只帶少量雨水而已！大家無事恭喜！
Casting（NT$1,000）
△ 祝賀喜慶社友快樂健康：Gene（NT$500）
△ 慶祝美哉福爾摩沙委員會由「勇腳」P.J.接任主委，前途
一片看好！George（NT$100,000）
△ 瑪利亞颱風減弱，快速離開台灣，未釀嚴重災害，真是
天佑台灣！Lio（NT$2,000）

上週出席報告（7/12）
總社員數

出席人數

補出席人數

出席率

77

37

5

77.78%

請假缺席16名
出國1名
免計出席23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本週喜慶社友（7/19~7/25）
許俊升（Jason社友）生日快樂
蔡清標（Neuro社友）生日快樂
朱婉婷（Hank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劉凱平（PP Investor）與沈安蓉女士結婚14週年
紀念日快樂

7/19
7/19
7/25
7/23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7/12）
劉仲倫 教授－主講人
黃清塗 先生－主講人尊眷
黃舒禾 小姐－主講人千金
謝明健（Ken）－PP Ocean公子
粘佑臣（P K）－天母扶青團團長
張佳蓉（Nico）－天母扶青團秘書
賴亮妘（Jennifer）－2017-18年度RYE Outbound學生

下週節目預告（7/26）
月底例會
※ 下週四中午例會地點移動至〔晶華酒店〕1F晶華
會，敬請社友留意此項變更！

